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畿辅丛书》整理及其《续编》编纂（16ZDA177） 阎福玲 文学院 专著 80.00 76.00 2021年12月 重大招标项目

2 古代戏曲格律谱研究（16BZW072） 魏洪洲 文学院 专著 20.00 19.00 2019年12月 一般项目

3 微时代的“具身化”美学思想研究（16CZW009） 王亚芹 文学院 专著 20.00 19.00 2019年12月 青年项目

4 语言接触与郴州土话语音演变研究（16CYY015） 尹凯 文学院 研究报告 20.00 19.00 2021年12月 青年项目

5 清代近海管辖权研究与资料整理（16AZS008） 王宏斌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其他 35.00 33.00 2020年6月 重点项目

6 中华民族认同视野下的先秦白狄东迁研究（16BZS107） 何艳杰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20.00 19.00 2020年12月 一般项目

7 19世纪英格兰农村土地关系研究（16BSS036） 杨晓敏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20.00 19.00 2019年12月 一般项目

8 怀来盆地晚更新世石器技术与人类行为研究（16CKG003） 牛东伟 历史文化学院 其他 20.00 19.00 2019年12月 青年项目

9
白银陷阱——近代中国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脆弱性根源及影响

（16FZS054）
习永凯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20.00 19.00 2016年12月 后期资助

10 张申府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16AZX013） 杜运辉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著 35.00 33.00 2020年12月 重点项目

1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保障研究（16BKS051） 刘玉芝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著、论文集 20.00 19.00 2020年12月 一般项目

12 印度的周边战略及其对我“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16FGJ009） 李云霞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著 20.00 19.00 2017年6月 后期资助

13 农村社会治理的伦理路径研究（16BZX100） 耿永志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专著 20.00 19.00 2019年12月 一般项目

14 中国近代调解制度研究（16BZS072） 毕连芳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专著 20.00 19.00 2020年12月 一般项目

15 藏族格言诗翻译史研究（16BYY018） 李正栓 外国语学院 专著 20.00 19.00 2019年12月 一般项目

16 镜鉴与启示：外国职业教育问题史研究（16FJK005） 翟海魂 职业技术学院 专著 20.00 19.00 2017年12月 后期资助

2016年度河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计划外科研项目

（新上）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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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项日期 备注

1
中国高校外语教育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影响因素和本土化路经研究

（BIA160135）
李迎新 外国语学院 专著 18.00 10.80 2019年9月 国家一般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河北省基层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实践经验研究（2016MSJ004） 王玉平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著、研究报告 60.00 / 2017年10月 重大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乡土风情 王福明 美术与设计学院 画作 5.00 / 2018年12月

2 柏坡晨曦 孙小东 美术与设计学院 画作 5.00 / 2018年12月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欧美“波普享乐主义”对我国的危害与对策（16YJA710004） 程立涛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著、论文 10.00 3.00 2019年8月 规划基金

2 西柏坡时期中共凝聚意识形态共识研究（16JJD770051） 李海新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著、论文、

研究报告
30.00 10.00 2018年12月 基地重点

3
改革开放以来农地承包权制度演化：历史进程与现实考量

（16YJA790026）
刘刚 商学院 专著、论文 10.00 3.00 2019年12月  规划基金

4 民国时期中学生生活研究（1912-1937）（16YJC880047） 刘京京 教育学院 专著、论文 8.00 3.00 2019年3月 青年项目

5 西柏坡时期人民主体地位建构及当代价值研究（16JJD770050) 姚志军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专著、论文 30.00 10.00 2019年7月 基地重点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语言方言文化调查·河北井陉（YB1608A001） 桑宇红 文学院
文件、调查手册、

图册
15.00 9.00 2018年7月 语言专项

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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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初唐律赋考论(HB16WX032) 姜子龙 文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2 河北籍现代作家佚文佚简的辑录与释读(HB16WX033) 宫立 文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3 德里达的动物问题研究(HB16WX035) 庞红蕊 文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9月 青年项目

4 保罗·利科诗学的“事件”概念研究(HB16WX036) 刘欣 文学院 论文 / 0.30 2018年12月 青年项目

5 先秦两汉出土文献声符为本字研究(HB16YY030) 李冬鸽 文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6 早期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研究(HB16LS018) 王向鹏 历史文化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7 清代史论研究(HB16LS019) 王坚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 0.50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8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儒学现代化转型研究(HB16MK018) 张伟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5月 一般项目

9 俄罗斯学者视野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HB16MK019) 乔荣生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10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研究(HB16MK020) 路晓锋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7月 一般项目

11 乡贤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HB16ZX010) 方海茹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论文 / 0.30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12 国外意识形态范式及其鉴戒研究(HB16ZX011) 范树成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论文 / 0.30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13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研究(HB16ZZ012) 王丽娟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14 基于利益视角的农村社会失范治理问题研究(HB16ZZ013) 焦存朝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15 依法治国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路径研究(HB16ZZ014) 郝保英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16 春风化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研究（HB2016WT008） 李海新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著 / / 2016年11月 委托项目

17 京津冀区域行政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研究（HB16FX018） 王宝治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0.30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18 转基因食品标签的消费者知情权保护问题研究(HB16FX019) 郭桂环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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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互联网+”背景下河北省养老服务业发展研究(HB16GL059) 耿永志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报告 / 0.30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20 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河北省居家养老社区建设研究(HB16ZZ015) 程慧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0.30 2017年7月 一般项目

21 我省基层干部职务犯罪预防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HB2016ZT042） 雷堂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报告 / 0.10 2016年3月 专题项目

22 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问题研究（HB2016ZT061） 赵建辉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报告 / 0.10 2016年5月 专题项目

23 基于供需预测的河北省人才培养与吸纳机制研究(HB16GL057) 郑永武 商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24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背景下河北省公路交通及配套设施建设融资体系研究

(HB16GL058)
索浩然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0.30 2017年8月 一般项目

25
深化改革时期农地承包权制度演化研究趋势——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演化

历程的考察(HB16LJ005)
刘刚 商学院 论文 / 0.30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26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承接产业转移的策略研究(HB16YJ071) 张晗 商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27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河北省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活力措施研究

(HB16YJ072)
吴永立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0.30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28
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河北省企业生产率提升机制研究---基于资源配置视

角(HB16YJ074)
杨红彦 商学院 研究报告 / 0.30 2017年12月 青年项目

29 河北省小学科学课程实施现状研究（HB16JY044) 张二庆 教育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30 互联网学习情境中学习时间的合理化分配（HB16JY047） 贾宁 教育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5月 一般项目

31 民国时期中学生社团生活研究（1912-1937）(HB16JY049) 刘京京 教育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7月 青年项目

32 国内学术英语写作教材评估标准研究(HB16YY026) 赵静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33 中国外语学习者运动事件识解中的概念性迁移研究(HB16YY027) 张素敏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7月 一般项目

34 2022年冬运会背景下河北省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研究(HH16YY028) 李正栓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7月 一般项目

35 大学英语教育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本土化路径研究(HB16YY029) 李迎新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7月 一般项目

36 河北省外宣英译策略与技巧研究(HB16YY041) 贾晓英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37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科普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HB2016ZT062）
李翠亭 外国语学院 研究报告 / 0.10 2016年5月 专题项目

38 乔纳森‧弗兰岑小说的道德主题研究与启示(HB16WX031) 赵英俊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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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我省西班牙语专业人才培养研究(HB16JY048) 季敏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40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失序症候及路径选择研究(HB16XW015) 王春玲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0.30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41 全媒体环境下河北电视产业的发展对策研究(HB16XW016) 马连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 / 0.30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42 河北高校新媒体平台建设的调查研究(HB16XW017) 陈婧薇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0.30 2018年5月 青年项目

43 IP热背景下体育版权价值的全产业链开发(HB16XW018) 宋扬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5月 青年项目

44 以微信表情为代表的网络亚文化现象研究(HB16YS038) 李琳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5月 一般项目

45 教育下基层——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HB16JY050) 吴玉 美术与设计学院 研究报告 / 0.10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46 河北省创意设计产业人才培养对策研究(HB16YS040) 宋书寒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0.10 2017年3月 一般项目

47
河北省免费定向农村小学全科教师艺术课程体系及培养方案研究

(HB16YS041)
耿飞 音乐学院 论文 / 0.10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48 探索高师院校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创意”转型(HB16YS062) 王娟娟 音乐学院 论文 / 0.10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49 民族器乐曲改编的中国钢琴作品研究(HB16YS035) 谢红 音乐学院 专著 / 0.50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50 高等音乐教育生态建构的研究(HB16YS036) 苏娜 音乐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5月 一般项目

51 城市化语境中的河北休门吹歌音乐文化研究(HB16YS037) 秦庆昆 音乐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52 京畿地区宣卷（宝卷）音乐研究(HB16YS039) 常江涛 音乐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6月 青年项目

53 关于体质检测大数据的河北省大众健身指导模式(HB16TY009) 王海涛 体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0.30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54 大数据视角下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的动力推力与破局（HB2016ZT063） 张秋娈 旅游系 研究报告 / 0.10 2016年5月 专题项目

55 国内财险公司车险理赔风险防范及监管研究 陈立辉 职业技术学院 研究报告 / 0.30 2017年5月 一般项目

56 王夫之“和乐”诗教观研究(HB16WX034) 高文霞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5月 一般项目

57
“互联网+”背景下河北省高校教师教育课程在线学习环境建设

(HB16JY046)
王润兰 信息技术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58
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的人性基础与历史经验研究——以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为例(HB16MK021)
胡海霞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论文 / 0.30 2017年4月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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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京津冀地区城市扩张对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胁迫效应(HB16SH034) 石晓丽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研究报告 / 0.30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60 高等院校公民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研究(HB16TQ012) 董剑英 图书馆 论文 / 0.30 2017年7月 一般项目

61
基于实践取向的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体系研究——以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

院为例(HB16JY045)
姚宏伟 汇华学院 研究报告 / 0.30 2017年3月 一般项目

62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发展研究(HB16YS042) 张苗 附属民族学院 论文 / 0.10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互联网＋”背景下河北省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机制、路径及对策研究

（164576111D）
梁洁 商学院 论文 3.00 3.00 2017年7月

2 京津冀区域金融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机制研究（164576100D） 崔学贤 商学院 论文 2.00 2.00 2018年7月

3
“一带一路”战略契机下我省优势产能“走出去”研究——基于产业转

型升级的视角（16457675D）
赵国华 商学院 论文 3.00 3.00 2018年1月

4 河北省区域创新指数构建研究（16457662D） 张增臣 商学院 论文 2.00 2.00 2018年7月

5
打造河北北纬38°现代农业产业带战略研究——基于京津冀农业协同的

视角（16457501D）
刘刚 商学院 论文 3.00 3.00 2017年12月

6 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优化研究（164576258D） 张学文 商学院 论文 5.00 5.00 2016年12月 重点项目

7
打通河北省科技成果转化前后“一公里”的公共政策研究

（164576266D）
王春城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5.00 5.00 2016年12月 重点项目

8
激发我省各类主体科技创新活力的利益分配机制与政策建议

（164576118D）
王春城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5.00 5.00 2017年12月

9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河北省创新创业人才开发研究（16457693D） 张建军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2.00 2.00 2017年3月

10
河北省县（市、区）科技创新能力测评指标体系及模型构建

（164576129D）
丁疆辉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论文 5.00 5.00 2016年12月

11 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体育组织一体化建设（16455702D） 郝军龙 体育学院 论文 2.00 2.00 2017年12月

12 河北省山区科技旅游产业发展策略研究（16456005D） 杜晓辉 旅游系 论文 7.00 7.00 2016年12月 重点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河北省志·著述志 吴育飞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专著 1.50 / 2017年12月

河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河北省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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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中共河北历史人物传——杨远传（HBDS2016RW010） 李海新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著 0.20 / 2019年12月 年度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燕赵文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王长华 文学院 80.00 80.00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历代《公孙龙子》注疏研究(ZD201632) 孙秀昌 文学院 专著、论文 10.00 10.00 2018年12月 重大攻关

2 《乐府正义》整理与研究(BJ2016081) 曾智安 文学院 论文 3.00 3.00 2017年12月 拔尖人才

3 先秦两汉时期的汉语小句宾语句研究(SD161097) 王华 文学院 论文 1.00 1.00 2017年12月 重点项目

4 明代戏曲格律普研究(SQ161152) 魏洪洲 文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1月 青年项目

5 元代唱和诗歌总集研究(SQ161151) 于飞 文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2月 青年项目

6 保罗·利科“文学--事件”思想研究(SQ161153) 刘欣 文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1月 青年项目

7 近六十年来海峡两岸量词“个”与名词搭配情况考察(SQ161192) 王重阳 文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2月 青年项目

8 正定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历史文献研究(ZD201618) 戴建兵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研究报告 10.00 10.00 2018年12月 重大攻关

9 河北佛教文化遗产保护与京津冀旅游协调发展研究(ZD201620) 崔红芬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研究报告 10.00 10.00 2018年12月 重大攻关

10 先秦时期滦河下游地区聚落考古学研究(BJ2016075) 崔英杰 历史文化学院 论文 3.00 3.00 2018年9月 拔尖人才

11
面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河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CH161060）
于海 历史文化学院 论文 0.50 0.50 2017年12月 教育规划

12
河北省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对我省师范类高校师范生的影响研究

(SQ161064)
戴维才 历史文化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1月 青年项目

河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项目

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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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近代河北滹沱河流域的治理与开发(SQ161115) 邵岩 历史文化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8年6月 青年项目

14
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促进河北省科技成果转化的公共政策研究

(BJ2016060)
王春城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3.00 3.00 2017年12月 拔尖人才

15 民国时期法院民事调解制度研究(SD161002) 毕连芳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1.00 1.00 2017年12月 重点项目

16 河北省环首都周边养老服务业发展研究(SD161020) 孟艳春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1.00 1.00 2017年12月 重点项目

17 高校教师学术不端行为预警及治理机制研究(ZD201612) 薛彦华 教育学院 专著、论文 10.00 10.00 2018年12月 重大攻关

18 教师专业伦理发展的学校诊断及其校本发展模式研究 (BJ2016065) 蔡辰梅 教育学院 论文 3.00 3.00 2017年11月 拔尖人才

19 民国时期中学生课外生活研究（1912-1937）（CH61063） 刘京京 教育学院 论文 0.50 0.50 2017年3月 教育规划

20 教师课堂语言对于学生注意定向的作用研究（CH161102) 冯晴 教育学院 论文 0.50 0.50 2017年3月 教育规划

21 负性道德榜样及其行为结果对幼儿道德评价的影响探究(SQ161158) 于文华 教育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1月 青年项目

22 河北产业转型升级跨越与建设创新生态型试验区研究(ZD201630) 雍兰利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8.00 8.00 2017年6月 重大攻关

23 “十三五”时期河北省产学三协同创新关键问题研究(BJ2016059) 张学文 商学院 论文 3.00 3.00 2017年12月 拔尖人才

24 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布局协同推进智能制造发展研究(SD161059) 翟伟峰 商学院 论文 1.00 1.00 2017年6月 重点项目

25 河北省高校学生党员实践教育的评价体系研究(SQ161070) 张艳 商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1月 青年项目

26 阿斯塔菲耶夫创作中的西伯利亚形象 (SD161087) 张淑明 外国语学院 论文 1.00 1.00 2017年12月 重点项目

27 基础英语教育培养学生全人发展的研究(CH161061) 梁文霞 外国语学院 专著 0.50 0.50 2017年12月 教育规划

28 自媒体时代《综合英语》课程“四位一体”改革模式研究(SQ161193) 李燕 外国语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2月 青年项目

29 秘鲁华裔移民的身份认同研究(SQ161134) 王奕茗 外国语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2月 青年项目

30 俄罗斯汉学史中《道德经》的认知研究(SZ16191) 张春芳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7年11月 自筹经费

31 基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视域下的广告文化软实力研究(SD161092) 孙会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 1.00 1.00 2017年12月 重点项目

32 正定城隍庙庙会音乐调查与研究(SQ161170) 杨青 音乐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2月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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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综合性高校艺术硕士的培养与管理研究(SQ161067) 蔡雅萱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2月 青年项目

34 佛禅背景中的怀素及其书学(SZ16215) 杨秀发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7年6月 自筹经费

35 河北省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专业技能提升策略研究(SQ161071) 侯京卫 体育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6月 青年项目

36 青少年篮球运动员力量训练的科学化研究(CH161064) 孙玉龙 体育学院 论文 0.50 0.50 2017年6月 教育规划

3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空中乘务专业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融入

(CH161062)
刘志红 旅游系 论文 0.50 0.50 2017年11月 教育规划

38 “教学〃技术〃艺术”视域下的高校微课设计与制作研究(SQ161065) 白然 信息技术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1月 青年项目

39 基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河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策略研究(SQ161020) 刘侃 信息技术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1月 青年项目

40 国培计划教师培训有效性研究(SD161041) 杨树元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论文 1.00 1.00 2017年12月 重点项目

41 中美概率课程比较研究(CH161059) 陈雪梅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论文 0.50 0.50 2017年12月 教育规划

4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考察及当代价值

(SQ161120)
胡海霞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1月 青年项目

43
激流乱世论治边——从主新日记看吴忠信的治边思想和民族政策

(SD161077)
文志勇 图书馆 论文 1.00 1.00 2017年11月 重点项目

44 地方高校图书馆协同农家书屋推广农村阅读活动的协同机制(CH161096) 姚秀敏 图书馆 论文 0.50 0.50 2017年6月 教育规划

45 高校智慧图书馆的构建与服务研究(CH161095) 赵新莉 图书馆 论文 0.50 0.50 2017年11月 教育规划

46 高校图书馆LC之“微课”服务模式构建(SZ16181) 刘青端 图书馆 论文 / / 2017年12月 自筹经费

47 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文化研究(SD161068) 何美兰 国际合作处 论文 1.00 1.00 2017年11月 重点项目

48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协同发展研究(SD161042) 赵夫辰 顶岗支教指导中心 论文 1.00 1.00 2017年12月 重点项目

49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视域下河北“影子教师”跟岗实践模式探究

(SQ161066)
程飞 顶岗支教指导中心 论文 0.60 0.60 2017年12月 青年项目

50
地方高校优秀辅导员成长规律与培育机制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CH161091)
张立鹏

辅导员培训和研修

中心
论文 0.50 0.50 2017年11月 教育规划

51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高校学生工作理念方法研究(SD161075) 黄永乐 学生处 论文 1.00 1.00 2017年12月 重点项目

52 新时期高校青年马克思者培养工程模式创新实证研究(SQ161119) 李辉 校团委 论文 0.60 0.60 2017年11月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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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二十世纪末以来哥特风格定格动画电影研究(SZ16213) 高宏飞 研究生院 论文 / / 2017年5月 自筹经费

54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模式研究——通识教育育人模式中国化的思考

(SZ16084)
齐兴 学校办公室 论文 / / 2017年11月 自筹经费

55 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干预体系研究(CH161101) 姚宏伟 汇华学院 论文 0.50 0.50 2017年12月 教育规划

56
特殊儿童学前融合教育支持系统的调研与建构——以河北省石家庄市为

例(SQ161069)
周桂英 汇华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1月 青年项目

57 “中国梦”融入河北艺术院校美术教育路径研究(SZ16214) 王丽志 汇华学院 论文 / / 2017年12月 自筹经费

58
河北省农村小学全科教师职前培养英语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探究

(SQ161068)
王磊 附属民族学院 论文 0.60 0.60 2017年11月 青年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河北省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现状及其改革对策（201601804） 单建鑫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7年11月 民生重点

2 当代贫困大学生群体消费问题研究（201601603） 王青青 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7年11月 民生重点

3 从供给侧改革入手降低企业成本实证研究（201601203） 吴永立 商学院 论文 / / 2017年11月 民生重点

4 大旅游背景下加强河北省文化的外向传播的策略研究（201601703） 彭鲁迁 外国语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7年11月 民生重点

5
就业效果视阈下对高师院校实践环节的反思——以河北师范大学为例

（201601826）
刘静 顶岗支教指导中心 论文 / / 2017年11月 民生一般

6 河北省民歌信息化资源库建设构想研究（201601743） 侯轶男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7年11月 民生一般

7
河北省师范院校音乐专业“顶岗实习”对培养合格音乐教师的作用及意

义（201601827）
臧海萍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7年11月 民生一般

8
河北“老年文化产业生活示范区”的建立及项目机制研究

（201601220）
赵红瑶 美术与设计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7年11月 民生一般

9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河北承接产业转移的策略选择（201601219） 张晗 商学院 论文 / / 2017年11月 民生一般

10 依托高等院校培养高水平足球后备人才的策略研究（20161825） 李海平 体育学院 论文 / / 2017年11月 民生一般

11 河北省少儿体育培训市场研究（201601850） 李艳军 体育学院 论文 / / 2017年11月 民生一般

12 河北省县级职教中心创新发展研究（201601828） 张志增 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 / 2017年11月 民生一般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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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人教育调查（201601848） 薛彦华 教育学院 论文 / / 2017年11月 民生一般

14 河北省户籍管理信息化研究（201603030603） 郭宏刚 计算机网络中心 论文 / / 2017年5月 一般项目

15 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校园足球改革发展的研究（201603040308） 冯蕴中 体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5月 一般项目

16 老年公共体育服务效果分析及对策研究（201603040315） 赵丽娜 体育学院 论文 / / 2017年5月 一般项目

17
地产养老新模式——依托第三方机构实现智能化养老社区商业模式

（201603040309）
赵斌 体育学院 论文 / / 2017年5月 一般项目

18 承办冬奥会机遇下的河北特色休闲体育项目研究（201603040302） 张玉英 体育学院 论文 / / 2017年5月 一般项目

19 藏族格言诗《萨迦格言》英译版本研究（201603050202） 高山 附属民族学院 论文 / / 2017年5月 一般项目

20 广告的意识形态根源研究（201603050301） 陈娜辉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 / / 2017年5月 一般项目

21
西方古典音乐赏析教学中引导探究式学习的研究与实践

（201604040304）
王晓北 音乐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7年5月 一般项目

22 省内多民族院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社团活动研究（201604040304） 贾秦 附属民族学院 论文 / / 2017年5月 一般青年

23 京张成功申奥背景下的张家口特色文化英译研究（201604050207） 高洁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7年5月 一般青年

24 剖析社会热点，助力青年成长（WZ20160204） 李春晖 组织部 论文 / / 2017年12月 网宣专项

25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网络舆情分析与引导（WZ20160407） 路晓锋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论文 / / 2017年12月 网宣专项

26 河北地域特色红色文化在高校的再传播（WX20160306） 闫东利 文学院 论文 / / 2017年12月 网宣专项

27 消费者理性网络购物行为培育研究(WX20160107) 刘侃 信息技术学院 论文 / / 2017年12月 网宣专项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晚清边防：思想、政策与制度研究 王宏斌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3.00 3.00 2017年10月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经验的超越--高校学生工作典型案例的哲学启示 黄永乐 学生处 科普读物 1.50 1.50 2017年10月

河北省社会科学重要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出版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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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产业蓝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实证研究

（JRSHZ-2016-01137）
苏志霞 商学院

专著、论文、研究

报告
1.00 1.00 2017年6月

2 河北省战略新兴产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研究（JRSHZ-2016-03070） 杨忠敏 商学院 研究报告 0.20 0.20 2017年6月

3 河北省传统制造业转型技能人才支撑能力研究（JRSHZ-2016-03074） 时金芝 商学院
专著、论文、研究

报告
0.10 0.10 2017年6月

4
基于“三去一降一补”的我省企业人工成本问题研究（JRSHZ-2016-

05009）
吴永立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0.10 0.10 2017年6月

5 河北省加快发展众创空间的系统性融资支持研究（JRSHZ-2016-07004） 马岚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6 人口年龄结构对河北省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JRSHZ-2016-07005） 杨红彦 商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7
河北省高层人才队伍建设的抓手：选拔、评价、激励机制问题研究

（JRSHZ-2016-03012）
张庆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8 河北省高层次人才激励机制问题研究（JRS-2016-3052） 张庆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9 精准扶贫动态管理机制研究（JRSHZ-2016-07006） 杨辉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10 农民工工资保障问题研究——以刑法规制为视角（JRS-2016-5018） 王丽华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11 公务员能力提升问题研究（JRS-2016-4005） 吴智育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12 我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政策改进方案与基金支付能力研究 王晓波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13
河北省中东欧小语种人才培养战略研究-以斯拉夫语系(俄语)国家语言

为例（JRSHZ-2016-03014）
张春芳 外国语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14
国际化背景下专业技术人才英语学术能力培养模式研究（JRS-2016-

3050）
田会敏 外国语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15
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下河北省高校外语人才就业能力提升策略研究（JRS-

2016-3051）
韩凌 外国语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16
河北省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调查和英语教师继续教育研究（JRS-

2016-3053）
龙丽伟 外国语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17
大学生就业创业安全意识的调查及安全教育的对策研究（JRSHZ-2016-

01144）
李萌 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0.10 0.10 2017年6月

河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项目

第12页--总47页



18
通过对公务员面试标准化从而引入评价机制的课题研究（JRS-2016-

4013）
马海滨 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19 高校毕业生创业激励政策研究（JRS-2016-1054） 郝红卫 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20
顶岗实习与就业能力、职业发展后劲关系探析——基于河北师范大学毕

业生的跟踪调查（JRSHZ-2016-01028）
刘静 顶岗支教指导中心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21
河北省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JRSHZ-2016-

03013）
曹志文 财务处 论文 / / 2017年6月

22 大学生就业内驱力研究（JRSHZ-2016-01026） 王国棉 汇华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23
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JRSHZ-2016-

01027）
曹鹏 汇华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6月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清代燕赵地区民间音乐发展研究(HB16-YB007) 吴倩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7年9月 一般项目

2 太行山绘画理论研究与创作表现(HB16-YB008) 侯志江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8年12月 一般项目

3 石家庄地区舞蹈教育市场调查研究（HB16-QN017） 郭园园 汇华学院 论文 / / 2017年9月 青年项目

4 河北影视动画作品中核心价值观研究（HB16-QN018） 王亚全 汇华学院 论文 / / 2018年7月 青年项目

5
国家·宗教·民间互动下的沙河“三皇祭典”仪式用乐研究（HB16-

QN019）
常江涛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7年12月 青年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成人高考网上评卷质量监控及成绩复核环节风险防控问题研究

（KSZX201623）
王长春

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

学院
论文 0.50 / 2017年9月 一般项目

2 基于教育考试数据分析的高中生英语课程学业评价研究（KSZX201617） 韩菁 附属民族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0.50 / 2018年4月 一般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委托单位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河北省广告行业调研及政策建议研究（SKH1601） 宋维山 新闻传播学院
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河北省广告协会
10.00 10.00 2016年7月

横向项目

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基金项目

河北省教育厅招生考试专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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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北省生态保护红线（初步方案）初次征求各地意见项目合同书

(SKH1602)
陈艳梅 旅游系 河北省环境保护厅 9.95 9.95 2016年8月

3 中国红木城AAAA景区创建规划(SKH1603) 李志勇 旅游系
大城县人民政府旅游

办公室
42.80 42.80 2016年9月

4 城镇化进程中流动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健康促进(SKH1604) 王景芝 教育学院
中国科学心理

研究所
30.00 30.00 2017年12月

5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刘宋镇庆功台存村乡村旅游开发规划(SKH1605) 李志勇 旅游系
廊坊市香河县

刘宋镇庆功台村
9.00 9.00 2016年6月

6 运动技术视频全景图像软件系统的开发和应用(SKH1606) 武巧玲 体育学院 国家体育总局 3.00 3.00 2018年8月

7 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网上群众工作方案(SKH1607) 王春城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北省科协信息

中心
4.00 4.00 2016年1月

8 2015年河北省互联网发展研究(SKH1608) 位迎苏 新闻传播学院 河北省社科院 3.00 3.00 2017年12月

9 2015年度石家庄市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绩效评价(SKH1609) 王春城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共石家庄

市委宣传部
7.50 7.50 2017年12月

10 河北省农村公办养老机构社会化改革研究(SKH1610) 刘玉芝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省民政厅 4.00 4.00 2017年12月

11 裕华体育强区建设方案设计与可行性分析(SKH1611) 刘森 体育学院
石家庄市裕华区文

化体育局
9.70 5.82 2017年1月

12 邢台市古村落旅游专题规划项目(SKH1612) 沈绍岭 旅游系
邢台旅游发展

委员会
24.70 24.70 2017年1月

13 中国酒业营销师行业规划项目(SKH1613) 宋维山 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酒业协会 4.00 4.00 2017年6月

14 民间资本支撑河北省重点项目建设投融体系研究(SKH1614) 戴建兵 学校办公室
河北省重点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
8.70 8.70 2017年12月

15
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陈府镇威武屯村乡村旅游开发规划

(SKH1615)
李志勇 旅游系

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

县陈府镇威武屯村
9.00 9.00 2016年1月

16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项目可研报告(SKH1616) 李志勇 旅游系
包头稀土高新区社区

事务局
1.90 1.90 2016年5月

17 河北省千家重点项目大调查(SKH1617) 朱红亮 新闻传播学院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重点办
8.00 8.00 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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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晚清民国时期报人小说与报刊新闻的互文性研究（15CZW048） 康鑫 文学院 专著 20.00 / 2019年12月 青年项目

2 乾嘉时期的文人游幕与文学研究（15FZW048） 李瑞豪 文学院 专著 20.00 12.00 2016年12月 后期资助

3 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15FZW052） 宫立 文学院 专著 20.00 12.00 2016年12月 后期资助

4 20世纪印度女性文学研究（14BWW019） 王春景 文学院 专著 20.00 / 2018年10月 一般项目

5 河北晋语研究（14BYY041） 唐健雄 文学院 专著、研究报告 20.00 / 2018年9月 一般项目

6 现代汉语述补结构的语言类型学研究(14BYY126) 宋文辉 文学院 专著 20.00 /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7 知识社会学视阈下中国文论知识型的生成及转换研究(14BZW006) 姜文振 文学院 专著 20.00 /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8 20世纪印度女性文学研究（14BWW019） 王春景 文学院 专著 20.00 / 2018年10月 一般项目

9 河北晋语研究（14BYY041） 唐健雄 文学院 专著、研究报告 20.00 / 2018年9月 一般项目

10 现代汉语述补结构的语言类型学研究(14BYY126) 宋文辉 文学院 专著 20.00 /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11 知识社会学视阈下中国文论知识型的生成及转换研究(14BZW006) 姜文振 文学院 专著 20.00 /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12 阿兰·巴丢“非美学”思想研究（14BZW017） 毕日升 文学院 专著、论文集 20.00 /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13 《东方杂志》与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研究(14BZW117) 王勇 文学院 专著 20.00 /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14 1990年以来中国小说的“空间转向”研究(14BZW121) 李静 文学院 专著 20.00 / 2017年7月 一般项目

15 《玉台新咏校正》整理与研究（14FZW007） 张蕾 文学院 专著 20.00 / 2015年12月 后期资助

2016年度河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计划外科研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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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唐中书舍人与文学关系汇考（14FZW008） 刘万川 文学院 专著 20.00 / 2016年7月 后期资助

17 中国近现代人文幻想小说研究（14FZW046） 马云 文学院 专著 20.00 / 2016年12月 后期资助

18 河北方言视角下的官话方言层次性及过度性研究（13AYY002） 桑宇红 文学院 专著、研究报告 30.00 / 2017年12月 重点项目

19 从书写角度对简帛碑刻隶书笔形变化的动态考察(13BYY102) 郑振峰 文学院 专著 18.00 / 2016年12月 一般项目

20 思想史视野中的新时期随笔创作研究(13BZW121) 胡景敏 文学院 专著 18.00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21 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13BWW003） 孙秀昌 文学院 专著 18.00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22 宋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13CZW038) 易卫华 文学院 专著 18.0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23 考古发现与汉乐府研究（13CZW025） 曾智安 文学院 专著 18.00 / 2016年8月 青年项目

24 郑玄《三礼注》《毛诗笺》词语探源研究（13FYY004） 王浩 文学院 专著 18.00 / 2015年7月 后期资助

25 近千年来畿辅文化形态与文学研究(12&ZD165) 王长华 文学院 专著 80.00 / 2017年12月 重大招标项目

26 现代汉语动补式复合词研究（12CYY056） 李丽云 文学院 专著 15.00 / 2015年12月 青年项目

27 元曲曲牌传播研究(11CZW037) 时俊静 文学院 专著 15.00 1.50 2013年12月 青年项目

28 形容词性同义词群的基本词与释义元语言研究(11CYY047) 于峻嵘 文学院 专著 15.00 / 2013年12月 青年项目

29 法律专科词语的词义属性及释义研究(11CYY039) 李智 文学院 专著 15.00 / 2014年9月 青年项目

30 中西文学文本理论范畴比较研究(10CZW002) 李卫华 文学院 专著 10.00 / 2013年7月 青年项目

31 先秦黄老之学渊源与发展(10CZW017) 李笑岩 文学院 专著 10.00 / 2013年5月 青年项目

32 借助于出土文献的同源词族研究(10CYY028) 李冬鸽 文学院 专著 10.00 1.00 2012年12月 青年项目

33 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古籍公文纸背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35） 孙继民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80.00 / 2020年11月 重大招标项目

34 清至民国时期长芦盐务契约文书的整理与研究（15AZS002） 秦进才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其他 35.00 / 2019年12月 重点项目

35 唐两税法实施前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15BZS045） 陈丽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20.00 / 2019年6月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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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部落社会理论视野下的印度现代早期农业社会研究（15BSS010） 王立新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20.00 / 2018年12月 一般项目

37 东周赵国考古学文化研究（15BKG014） 张翠莲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20.00 / 2019年12月 一般项目

38 天一阁藏公文纸本《国朝诸臣奏议》纸背文献整理与研究（15CZS005） 宋坤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20.00 / 2018年12月 青年项目

39 清代夏峰北学研究（15FZS049） 王坚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20.00 12.00 2019年6月 后期资助

40 曾国藩年谱长编（14FZS032） 董丛林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35.00 / 2016年12月 后期资助

41 隋唐墓葬出土铜镜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研究(13CKG018) 陈灿平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18.0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42 唐宋家庭经济运行方式研究（12BZS030） 邢铁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15.00 / 2015年6月 一般项目

43 唐宋时期的村落与乡村治理研究（12BZS031） 谷更有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15.00 / 2015年12月 一般项目

44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西夏藏传佛教研究（12BMZ015） 崔红芬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15.00 / 2015年6月 一般项目

45 中华农学会与农业现代性因素的接引研究（1916-1937）（12BZS048） 杨瑞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15.00 1.50 2015年6月 一般项目

46 京畿义和团运动研究（12FZS022） 吴宝晓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15.00 / 2014年12月 后期资助

47 20世纪后期美国环境治理中工具性因素的作用异化研究(11CSS006) 刘向阳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15.00 / 2014年7月 青年项目

48 西夏密教文献整理研究（西夏文献文物研究11@ZH001） 崔红芬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5.00 / 2015年12月
重大招标

子课题

49 社会保障与汉代社会研究(10BZS013) 王文涛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12.00 / 2013年6月 一般项目

50 骑士制度与西欧封建社会特征研究(10BSS006) 倪世光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12.00 / 2013年6月 一般项目

51 1957-1978年中国社会救助的历史考察和历史经验研究(10BDJ009) 高冬梅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12.00 / 2012年12月 一般项目

52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43） 李建强 法政学院 专著、 资料集 80.00 / 2020年11月 重大招标项目

53 后现代历史观冲击下唯物史观的自觉与自信研究（15AKS013） 李素霞 法政学院 专著 35.00 / 2018年12月 重点项目

54 明清时期乡贤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15BZX090） 赵忠祥 法政学院 专著 20.00 / 2018年12月 一般项目

55 比较政治学视角下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中的族际整合研究（15BZZ005） 赵海英 法政学院 论文集 20.00 /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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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文化安全监测预警与风险评估研究（15@ZH027） 张骥 法政学院 研究报告 10.00 5.00 2016年6月 特别委托项目

57 角色伦理视域下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研究(14AZX018) 田秀云 法政学院 专著 35.00 / 2017年12月 重点项目

58 河北省新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试点研究(14@ZH004) 王玉平 法政学院 专著、研究报告 34.00 / 2015年2月 特别委托项目

59 文化软实力建设视角下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战略研究(14BKS062) 张骥 法政学院 专著 20.00 /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60 日本修宪历史及未来走向研究（14BFX145） 赵立新 法政学院 专著 20.00 / 2016年10月 一般项目

61
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我国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机理研究

（14BKS036）
任广浩 法政学院 专著 20.00 /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62 世界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发展状况定量研究（12BKS055） 王军 法政学院 专著 15.00 / 2015年2月 一般项目

63 清代官学在近代教育转型中的改制与变迁研究(12BZS052) 霍红伟 法政学院 专著 15.00 / 2015年7月 一般项目

64 儒家事功伦理及其现代价值（12CZX058） 李雪辰 法政学院 专著 15.00 / 2014年12月 青年项目

65 惠农政策效能分析与政策完善研究（12CZZ042） 慕良泽 法政学院 专著 15.00 / 2015年6月 青年项目

66 文化产业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价值与实践研究(11CZX076) 赵学琳 法政学院 专著 15.00 / 2013年12月 青年项目

67 体验认知背景下汉语否定句理解的心理模拟研究（12BYY048） 鲁忠义 教育学院 专著 15.00 / 2014年12月 一般项目

68 《红楼梦》英译史研究（14BYY026） 赵长江 外国语学院 专著 20.00 /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69 美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荒野意象研究(14BWW043) 南方 外国语学院 专著、论文集 20.00 / 2018年3月 一般项目

70 现代性批判视野下的反乌托邦小说研究（12BWW047） 黎新华 外国语学院 专著 15.00 / 2014年12月 一般项目

71 中俄文化的认知差异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10BGJ016) 郭小丽 外国语学院 专著、研究报告 12.00 / 2013年12月 一般项目

72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研究

（15BKS068）
杨文圣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集 20.00 / 2018年12月 一般项目

73 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与当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构建研究(14BKS041) 寇征 公共管理学院 专著 20.00 /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74 面向创新型国家的技术政策建构研究(11CGL039) 张学文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15.00 / 2014年6月 青年项目

75 基于健康管理的运动干预模块开发与商业模式研究（15BTY044） 赵斌 体育学院 专著 20.00 / 2017年5月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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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我国体育法学教育进程中的教材体系研究（15BTY050） 贾文彤 体育学院 专著、 论文集 20.00 / 2017年12月 一般项目

77 中国民间普及与推广视域下的武术建设方案研究（14BTY075） 马剑 体育学院 专著、研究报告 20.00 / 2017年6月 一般项目

78 我国体育健身服务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研究（12CTY008） 薄雪松 体育学院 专著 15.00 / 2014年12月 青年项目

79 京津冀生态服务盈亏格局、空间流转与生态补偿机制研究（15BJY026） 陈艳梅 旅游系 专著、研究报告 20.00 / 2018年7月 一般项目

80 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外来人口聚集模式与发展趋势研究（12BRK003） 梁秋生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专著 15.00 1.50 2015年6月 一般项目

81 明清华北地区府县历史文化研究与专题数据库建设（13&ZD091） 戴建兵 学校办公室
专著、数据库、

资料集
80.00 / 2018年9月 重大招标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网络舆论事件对高校学生群体性情绪的激发与应对策略研究

（DEA120207）
闫东利 文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3.00 / 2014年12月 教育部重点

2 电子书包支持下初中生学习方式转型的理论与实验研究（CHA150175） 潘新民 教育学院 专著、论文 15.00 9.00 2017年12月 国家青年

3 阅读障碍儿童的声调感知缺陷与早期干预（CBA130129） 张亚静 教育学院 论文 12.00 / 2015年12月 国家青年

4 中学生元记忆监控的偏差及其矫正（EBA120329） 贾宁 教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2.00 / 2014年12月 教育部青年

5 基于行政区域的促进中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对策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索桂芳 教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3.00 / 2012年12月 教育部重点

6 高校公共艺术课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研究(GLA102062) 史晓燕 教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1.00 / 2012年7月 规划专项

7 政策科学视域下的高校内部决策制度研究（DIA150327） 田鹏慧 公共管理学院
专著、论文、研究

报告
3.00 2.40 2017年12月 教育部重点

8 明治时代的学校体育与日本崛起1868-1912（BLA140069） 刘春燕 体育学院 专著、论文 18.00 / 2017年12月 国家一般

9 职业学校学生创业能力培养范式研究(GJA104002) 庞世俊 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2.00 / 2012年12月 教育部重点

10 基于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田野培训”研究与实践(DKA100335) 夏晓烨 生命科学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3.00 1.50 2012年12月 教育部重点

11
全球化视域下中外学生留学趋势及对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启示

（DGA120222）
徐莉

河北省中小学教师继

续教育中心
专著、论文、研究报

告
3.00 1.20 2015年9月 教育部重点

12 内地西藏班（校）高中学生物理学习困难成因及对策研究(DMA100352) 李晓芬 附属民族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3.00 / 2012年7月 教育部重点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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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瑶族婚俗音乐的跨界比较研究——以中、老瑶族为考察个案

（15BD044）
赵书峰 音乐学院 专著 18.00 16.20 2018年12月 一般项目

2 西夏书法史研究（15BF063） 赵生泉 美术与设计学院 专著 18.00 16.20 2019年12月 一般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NCET-12-0688 崔红芬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论文 20.00 / 2015年12月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研究（2014年项目） 翟海魂 职业教育研究所 论文 3.00 / 2014年12月
现代职业教育

重点研究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20世纪印度女性文学中的宗教与政治(12YJC752029) 王春景 文学院 专著、论文 7.00 / 2014年9月 规划基金

2 巴金后期思想与创作研究(10YJC751031) 胡景敏 文学院 专著 7.00 / 2013年12月 青年项目

3 《汉书·艺文志》汇注考证(10YJC751015 ) 杜志勇 文学院 专著 7.00 / 2013年12月 青年项目

4 西柏坡“规矩”研究（15JJD770035） 张同乐 历史文化学院 论文、专著 15.00 / 2017年12月 基地重点

5 学术诉求与现实关切之间的晚清史研究(12YJA770043) 武吉庆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9.00 / 2014年9月 规划基金

6 1931年以前之郑孝胥研究（11YJA770022） 李君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9.00 / 2013年12月 规划基金

7 西柏坡精神研究（15JD710007） 李建强 法政学院 专著 5.00 / 2017年7月 中特理论专项

8 当代中国法律接受问题研究（15YJA820038） 叶立周 法政学院
专著、论文、研究

报告
10.00 2.00 2018年9月 规划基金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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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赶考”精神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研究（14JJD710008） 张志永 法政学院 专著 10.00 / 2017年7月 基地重大

10 中国梦与坚定理想信念研究——弘扬与传承兵团精神（14JD710066） 安巧珍 法政学院 论文 4.00 / 2016年7月 中特理论专项

11
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对我国青年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13YJA710019)
李素霞 法政学院 论文 10.00 / 2016年12月 规划基金

12 中国近代法官制度研究(12YJA770001) 毕连芳 法政学院 专著 9.00 0.90 2014年6月 规划基金

13 当代社会享乐主义思潮研究(12YJA710019) 程立涛 法政学院 论文 9.00 / 2014年9月 规划基金

14 作为美德的自尊研究（11YJA720035） 张钦 法政学院 专著 8.00 / 2013年5月 规划基金

15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儿童福利服务变迁及发展研究-基于历史和政治文

化视角（15YJC840021）
刘晓静 公共管理学院 专著、论文 8.00 1.60 2018年9月 青年项目

16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实效性为目标的原著、社会现实

与学生需求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建构研究（15JDSZK006）
杨辉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教学设计、

课件
10.00 / 2018年11月 思政专项

17 基础教育信息化的省域推进策略研究（13YJA880094） 于化龙 教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10.00 / 2016年12月 规划基金

18 乐府诗英译研究（14YJA740014） 贾晓英 外国语学院 专著 10.00 / 2017年7月 规划基金

19 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13YJA740030） 李正栓 外国语学院 专著、论文 10.00 / 2016年12月 规划基金

20 本我与他者——中俄关系中的形象与认知问题（11JJDGJW005） 郭小丽 外国语学院 专著、研究报告 20.00 / 2014年12月 基地重点

21 我国能源技术创新对节能减排的作用机制及影响研究（15YJC790133） 杨忠敏 商学院
专著、论文、研究

报告
8.00 1.60 2018年9月 青年项目

22
要素产权平等论——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理论依据与机制研究

（11YJA790080）
林广瑞 商学院 专著、论文 9.00 / 2013年10月 规划基金

23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模式探索与路径选择(10YJA790241) 张广兴 商学院 专著 9.00 / 2013年12月 规划基金

24
价值重构与角色重塑-地方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解困的路径研究

(12YJA860015)
王春玲 新闻传播学院

专著、论文、研究报

告
6.00 / 2014年12月 规划基金

25 中国体育产业竞争力问题研究（11YJC790120） 刘希佳 体育学院
专著、论文、研究报

告
7.00 / 2013年12月 青年项目

26 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的图书馆专业化援助机制研究(12YJA870025) 姚秀敏 图书馆 论文 9.00 / 2014年9月 规划基金

27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14JJD750002） 邢建昌 研究生院 专著 20.00 / 2017年7月 基地重大

28
从大学生宿舍及党支部建设视角探究防范和抵御校园传教渗透对策

（14JDSZ2071）
张国柱 统战部 研究报告 2.00 / 2015年12月 思政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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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中国环境史研究(12JHQ036) 戴建兵 学校办公室 专著 9.00 / 2014年7月 后期资助

30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战略——基于国家利益的研究视角

(12YJAGJW005)
刘艳房 人事处 专著 9.00 / 2014年10月 规划基金

31
大学生在手机社交媒体上的行为习惯及引导策略研究——以石家庄高校

大学生为例（15JDSZ3053）
边宇璇 招生就业处 论文 1.00 / 2016年12月

辅导员骨干专

项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戴建兵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 40.00 教育厅拨款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河北汉语方言调查·无极（YB1514A008） 尹凯 文学院 文件、调查手册 8.00 3.20 2016年10月 语言专项

2 河北汉语方言调查·满城（YB1514A004） 唐健雄 文学院 文件、调查手册 8.00 3.20 2016年10月 语言专项

3 河北汉语方言调查·魏县（YB1514A001） 吴继章 文学院 文件、调查手册 8.00 3.20 2016年10月 语言专项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印度文化多样性研究（12ZBB08） 李云霞 法政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4.00 / 2014年7月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整体育人模式研究（13JDSZK005） 赵小兰 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报告、论文 10.00 / 2015年12月 一般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四思堂文集》校注及研究 吴秀华 文学院 专著 3.00 / 2016年9月 古籍整理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

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项目

中共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基金招标项目

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资助计划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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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人体运动运动链功能性力量训练模型研究(2014B038) 赵焕彬 体育学院 论文 15.00 / 2015年12月 一般项目

2 民族主义与中日近代体育1861-1945（1873SS13034） 刘春燕 体育学院 研究报告 1.80 / 2014年9月 一般项目

3 飞碟现场技术反馈系统的研制（2013A008） 王海涛 体育学院 论文 13.00 / 2014年12月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晚明小说中的明代边患书写研究（HB15WX015） 霍现俊 文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2 晚清民国时期报人小说与报刊新闻的互文性研究（HB15WX016） 康鑫 文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3 明代河北科举与文学关系研究(HB15WX017) 刘万川 文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4 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HB15WX018) 孟新东 文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5 舒斯特曼美学及其中国化问题研究(HB15WX020) 王亚芹 文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6 汉语语文辞书释义的演变研究(HB15YY023) 袁世旭 文学院 论文 / 0.60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7 阿兰·巴丢“非美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HB14WX015） 毕日升 文学院 专著 / / 2017年6月 年度项目

8 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HB14WX012） 牛军 文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9 当代大学生消费文化研究——以石家庄在校生为例（HB14WX013） 黄福元 文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0 语言的整合描写与同义形容词释义研究（HB14YY016） 于峻嵘 文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1 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内在转化（HB13WX009） 朱维 文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2 新中国女导演电影研究（HB13YS020） 周雪花 文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3 汉语双音复合词结构重新分析历时研究（HB13YY012） 武建宇 文学院 专著 / / 2015年12月 年度项目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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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河北晋语和官话方言过渡地带入声舒化模式研究（HB13YY011） 唐健雄 文学院 专著 / / 2015年12月 年度项目

15 郑玄《三礼注》同源词研究（HB12YY004） 王浩 文学院 论文 / / 2013年6月 年度项目

16 河北当代作家与外国文学（HB12WX003） 史锦秀 文学院 专著 / / 2015年7月 年度项目

17 河北省班主任培养体系建设的研究（HB12JY035） 林岩 文学院 论文 / / 2013年6月 年度项目

18 多维视角下的明代北直隶地区城池研究(HB15LS009) 孙兵 历史文化学院 论文 / 0.40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9
河北省农村宗教信仰对农村生源大学生思想影响及对策研究

(HB15MK023)
谭东梅 历史文化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20 近代华北平原农村地权实态及转移机制研究（HB14LS007） 张书廷 历史文化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21 近代中国贸易、白银“双入超”研究（HB13LS006） 习永凯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 / 2015年12月 年度项目

22 华北抗日根据地建设史稿（HB12LS009） 黄存林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 / 2014年12月 年度项目

23 唐宋时期的村落与乡村治理（HB12LS014） 谷更有 历史文化学院 论文 / / 2013年6月 年度项目

24 中华农学会与近代农业问题研究（HB11LS016） 杨瑞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 / 2014年12月 年度项目

25 我省落实重大复杂刑事案件一审移送管辖实施现状研究(HB15FX016) 孙燕山 法政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26 河北省地方立法助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研究(HB15FX017) 王丽华 法政学院 研究报告 / 0.20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27 河北省普法宣传教育机制研究——以受众为中心的考察(HB15FX018) 叶立周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28 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问题研究(HB15FX019) 赵德勇 法政学院 专著 / /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29 后现代历史观冲击下唯物史观的自觉与自信(HB15MK020) 李素霞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30 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研究(HB15MK022) 申文杰 法政学院 专著 / /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31 叔本华与黑格尔的情理之争及现代启示(HB15XZ007) 张艳玲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32 中国传统乡贤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HB15XZ008) 赵忠祥 法政学院 专著 / /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33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地方政府行为适应性调整研究(HB15ZZ012) 李艳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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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农村土地信托流转问题研究（HB14FX021） 赵立新 法政学院 论文 / 0.2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35 我国反向抵押贷款以房养老模式研究（HB14FX022） 许顺亭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36 人格尊严与人权的关系问题研究（HB14FX024） 刘娟 法政学院 论文 / 0.6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37 《庆元条法事类》研究（HB14FX025） 姜密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38 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法律保障研究（HB14FX023） 刘云升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39 西柏坡时期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奠基研究（HB14DD007） 张志永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40
高校辅导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路径研究——以“善行河北

”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HB14MK012）
李月玺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4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伦理基础研究（HB14ZZ011） 陶艳华 法政学院 论文 / 0.2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42
农村城镇化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作用及对策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HB13SH018）
赵丽欣 法政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43 中国政治思想起源与古希腊政治思想起源比较研究（HB13ZZ009） 张建军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44 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政府管理研究（HB13ZZ008） 王丽娟 法政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45 公共治理过程中公民话语权问题研究（HB13FX005） 王宝治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46 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对我国青年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HB13MK013） 李素霞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47 我省社区矫正制度实证研究与路径选择（HB13FX006） 雷堂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48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法律机制研究（HB12FX038） 任广浩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3年6月 年度项目

49 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组织建设与完善研究（HB12FX008） 贾志民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3年6月 年度项目

50 国家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美欧之比较(HB10KGJ001) 王军 法政学院 专著 / / 2012年12月 年度项目

51
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的相互认知—来自地域刻板印象视角

(HB15JY038)
牧新义 教育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52 多元主体的教师教学评价指标及模式研究(HB15JY039) 史晓燕 教育学院 专著 / /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53 0-3岁儿童的依恋安全性和母亲养育质量：一项追踪研究(HB15JY040) 王桂平 教育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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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基于“心理韧性”视角的河北省太行山区幼儿教师素质研究

(HB15JY042)
王景芝 教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55 中小学特级教师专业成长机制对在校师范生培养的启示(HB15JY045) 王志梅 教育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56
西方国家学术治理制度研究—从历史演进与实践变革的视角

(HB15JY046)
薛彦华 教育学院 专著 / /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57
复合词语义、词性与语法结构的关系：基于词汇识别视角的研究

(HB15YY022)
王德强 教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58 教师情绪劳动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HB14JY032） 张志杰 教育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59
中日韩三国中小学生自我决定能力的发展比较及其教育启示

（HB14JY038）
董存梅 教育学院 论文 / 0.2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60
河北省青少年特殊人口群体心理和谐状况及其优化对策研究

（HB13JY025）
石国兴 教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0.40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61
大中学生单亲或留守的成长历程对人格偏离之影响及干预研究

（HB13JY026）
封文波 教育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62
河北省示范性高中封闭管理模式对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HB13JY027）
杜俊鹏 教育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63 流动儿童群体的社会融入和促进策略研究（HB12JY034） 赵笑梅 教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3年6月 年度项目

64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干预研究（HB11JY032） 王艳芝 教育学院 论文 / / 2012年6月 年度项目

65
国际化视阈下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中的解构与价值再

现研究(HB15JY043)
王瑜洁 外国语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66 中小学英语教学衔接的教师培训模式研究(HB15JY047) 张敬彩 外国语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67 文化视域下的纳博科夫俄文作品研究(HB15WX014) 程红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68
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应用与效果—基于有声思维法的实证研究

(HB15YY018)
郭亚玲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69 读者反应视域下圣经抒情诗汉译研究(HB15YY019) 马月兰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70
纽约时报》之中国形象的语料库语言学方法辅助下的互文性分析

(HB15YY021)
唐丽萍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71 软实力视域下美国民主输出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HB15ZZ011) 李翠亭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72
输入加工视域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形态-意义匹配认知心理研究

（HB14YY015）
张素敏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73 哲学视域下的奥斯卡·王尔德作品研究（HB14WX010） 王慧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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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汪榕培英译《邯郸记》研究（HB14YY017） 孙燕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75
以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为导向的河北省新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HB14JY036）
任宇红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0.4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76 锡德尼诗学研究（HB14WX011） 权莉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0.2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77
国家安全视阈下的美国语言政策与我国语言战略问题对比研究

（HB14YY018）
马月秋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78 燕赵文化之传统太极拳翻译与对外传播研究（HB14YY019） 林记明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79 基于功能目的理论的应用翻译立体研究（HB14YY020） 李丽辉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80
新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涉外专业翻译在涉外经济中的作用

（HB14YY021）
顾维忱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0.4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81 福克纳小说叙事研究（HB14WX014） 耿崇焕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82 中西方时政文本的对比及其文化翻译研究（HB14YY014） 龙丽伟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83 反馈﹑学习动机与英语虚拟语气学习关系之研究（HB13YY015） 赵丽红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84
生态教学观视阈下英语教学中民俗文化失语现象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HB13YY014）
翟谧倩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85 俄罗斯学界对儒家文化的研究现状分析（HB13ZZ014） 王洪庆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86 规范的运作——描写视角下现当代典籍英译管窥（HB13YY013） 刘锦晖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87 第二语言学习动机理论研究的心理学视角（HB11WY008） 赵咏 外国语学院 专著 / / 2012年12月 年度项目

88 广告语篇中互动元话语的说服功能研究 （HB11WY013） 付晓丽 外国语学院 专著 / / 2012年9月 年度项目

89 网络教学平台环境下师生互动方法研究（HB11WY017） 冯梅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2年6月 年度项目

90 提速河北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共政策工具研究(HB15GL064) 王春城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0.60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9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研究(HB15MK024) 魏建斌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92 河北省养老服务产业研究(HB15SH032) 刘晓静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93 超市散装食品存在恐怖袭击隐患 建议转变经营模式（HB2015WT012） 吴智育 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委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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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企业的职能与手段研究（HB13LJ002） 王俊发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95
“善行河北”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研究——《反杜林论》道德观的文

本解读 （HB13MK014）
齐绩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96 基于政府主导的农民维权机制构建问题研究 （HB13ZZ007） 焦存朝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97
创新社会管理视野下河北流动人口社区矫正问题及对策研究

（HB13GL016）
黄道诚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98 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研究（HB12YJ047） 王书文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 / 2013年6月 年度项目

99 河北省大学生宗教信仰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研究（HB12MK022） 郝瑞斌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3年6月 年度项目

100 毛泽东人民观的反思与启迪（HB11DD003） 徐淑贞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 / 2012年6月 年度项目

101
新常态下建立并在河北省试点基于“时间银行”的普惠式基本养老服务

福利保障制度研究(HB15GL061)
刘素华 商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02 考虑环境成本的项目投资经济评价研究(HB15GL065) 许东海 商学院 专著 / /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103 新常态下河北省节能减排创新机制与模式研究(HB15GL066) 杨忠敏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04 环境约束背景下河北省生态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研究(HB15GL067) 翟伟峰 商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05 河北省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研究(HB15GL068)
 张学

文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06 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发展路径研究(HB15LJ006) 王秀玲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07 天津自贸区设立背景下河北沿海港口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HB15YJ042) 梁洁 商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08 创新创业训练与改进我省大学生就业联动机制研究（HB14YJ032） 史秉强 商学院 研究报告 / 0.6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09 河北省企业“走出去”问题研究（HB14YJ033） 刘英茹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0.2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10 河北省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现状与推进路径研究（HB13JJ036） 吴永立 商学院 论文 / 0.20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11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视角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究（HB13LJ001） 刘刚 商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12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演进共生的理论研究（HB2011QR58） 张广兴 商学院 论文 / / 2012年6月 年度项目

113
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理论依据和机制研究——要素产权平等论

（HB11LJ005）

 林广

瑞
商学院 论文 / / 2012年6月 年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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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新常态下的舆情管理研究(HB15WX005) 李云雅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15
京津冀一体化视域下的河北省广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HB15WX006)
孙会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16 燕赵文化濡染的河北影视剧发展研究(HB15YS035) 郭学军 新闻传播学院 专著 / /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117 纪录片观赏性美学研究（HB15YS044） 张小龙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18 基于微信平台的营销传播研究（HB14XW006） 朱红亮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19 灰色系统视域下电视媒体传播效力评估方法研究（HB14XW007） 张巨才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 / 0.2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20 燕赵才子——初唐四杰之卢照邻研究（HB13WX027） 王明好 新闻传播学院 专著 / / 2015年12月 年度项目

121 衡水老白干品类营销的困局与突破（HB12GL025） 王建文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 / / 2013年6月 年度项目

122 冀东民歌改编合唱作品润腔探究(HB15YS036) 郝宝珠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23 康保二人台艺术研究(HB15YS038) 李占秀 音乐学院 专著 / /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124 从实践角度探究现代释义学的丰富及发展(HB15YS039) 马磊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25 河北钢琴音乐文化研究(HB15YS040) 裴建伟 音乐学院 论文 / 0.20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26 河北省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产学结合”模式研究(HB15YS042) 魏欣 音乐学院 论文 / 0.20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27 广宗醮仪音乐文化再研究(HB15YS046) 赵书峰 音乐学院 专著 / /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128 音乐学研究生培养问题研究（HB14YS014） 张伟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29
河北省高师音乐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及发展方向的界定和新思考

（HB14YS015）
许晖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30
城市化进程中音乐教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研究

（HB14JY034）
徐琨 音乐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0.6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31 “国培计划”农村音乐教师培训课程体系研究（HB14YS020） 耿飞 音乐学院 论文 / 0.2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32 河北省钢琴教育发展历史研究（HB14YS021） 崔伟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33 基于大学生专业差异的高校音乐公选课教学改革研究（HB14YS017） 孙涛 音乐学院 论文 / 0.4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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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身体表征——河北昌黎地秧歌的人观研究

（HB13YS031）
赵咏梅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35 红色教育基地“西柏坡”的音乐教育形式呈现研究 （HB13YS030） 张跃进 音乐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36 音乐艺术与书法艺术间“异质同构现象”美学探究（HB13YS029） 王丽娜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37 探索实践教育理论培养高师音乐教育人才（HB13YS028） 王娟娟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38 乐亭影戏音乐的地域性特征研究（HB13YS027） 苏娜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39 促进河北文化志愿者为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研究（HB13YS026） 祁君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40 乐籍制度下的燕赵小曲研究（HB13YS021） 胡小满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41 河北省高校服装表演专业现状和发展研究(HB15YS034) 曹舒秀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42 河北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研究(HB15YS037) 蒋铁骐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43 城市公共空间的公益文化传播研究——以石家庄为例(HB15YS041) 王建辉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44 河北省动漫产业人才培养对策研究(HB15YS045) 张艳梅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45 数字3D动画技术与河北文化、旅游互利发展研究（HB14YS013） 赵婷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0.4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46 磁州窑民间装饰艺术研究——论其世俗文化与图形心理（HB14YS016） 魏姝俊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47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动漫卡通角色设计研究（HB14YS018） 祁凤霞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48 创意设计推进河北服装产业发展策略研究（HB14YS019） 马丽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49 传统绘画教育现状与改革发展策略研究（HB14YS022） 崔强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50 石家庄城镇化建设中的色彩现状和色彩规划研究（HB13YS024） 赵蕾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0.40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51 文化设施在城市景观中的空间整合研究（HB13YS019） 王玲玲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52
河北省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背景下的高校美术史论课创新作用研究

（HB13YS025）
孟庆军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53 “太行画派”与提升河北文化影响力的关系研究（HB13YS023） 蒋世国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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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磁州窑瓷绘艺术的现状与“拓展性”保护研究（HB12YS013） 魏姝俊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3年6月 年度项目

155 城市景观信息的视觉传达设计研究（HB12YS014） 王玲玲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3年6月 年度项目

156 高等师范院校中国画小品创作教学研究（HB12YS016） 刘春丽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3年6月 年度项目

157
比较视野下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现路径研究

（HB15JY041）
王辉 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58 英国现代学徒制改革的研究（HB15JY044） 王玉苗 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59 基于混沌理论的职业生涯教育体系研究（HB11JY026） 景宏华 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 / 2012年6月 年度项目

160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体系研究----以武术项目为例(HB15TY017) 崔景辉 体育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61 高校体育人文环境的创设思路与实践模式研究(HB15TY018) 李颖 体育学院 论文 / 0.20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62 软实力视阈下河北省体育文化建设研究(HB15TY019) 吴立柱 体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63 我国体育健身服务业薪酬体系的研究(HB15TY020) 徐华 体育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64 法治视域下体育社会团体自治研究（HB14TY018） 郝军龙 体育学院 论文 / 0.4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65 河北滑雪旅游产业对接北京高端旅游发展战略研究（HB14TY019） 崔英敏 体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66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体育人才创新能力提升研究

（HB14TY016）
王海涛 体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67 河北滑雪旅游资源深度开发与特色品牌建设的对策研究（HB14TY017） 谭玉霞 体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68 极限跑酷在高校体育中的教学发展研究（HB12TY009） 杨士利 体育学院 论文 / / 2013年6月 年度项目

169 我国优秀教练员知识结构特征研究（HB11TY007） 范秦海 体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2年6月 年度项目

170 京津冀藏传佛教素食文化时空格局演化研究（HB15GL062） 陆朋 旅游系 专著 / /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171 河北乡村社区旅游开发的民生功效研究（HB15GL063） 沈和江 旅游系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72 构建京津冀水源涵养保护区的可行性与建议（HB2015WT007） 陈艳梅 旅游系 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确认项目

173 河北省基础教育移动学习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HB14JY035） 王润兰 信息技术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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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JPEG2000图像检索技术在河北省古籍数字化中的应用研究

（HB14JY033）
张攀峰 信息技术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75 高等学校生成性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研究（HB14JY037） 李烁 信息技术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76 河北省高中新课改教师心理适应性研究（HB11JY013） 周振军 信息技术学院 论文 / / 2012年6月 年度项目

177 基于战争文学视角的《史记》研究（HB15WX019） 王俊杰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论文 / 0.20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78 构式语法理论视角下的非受事动宾式复合词研究（HB15YY020） 任敏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79 王夫之《诗经》学研究 （HB13WX008） 高文霞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80 全民阅读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研究（HB15TQ012） 张彦洁 图书馆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81 社区图书馆服务定位与文化强省战略研究（HB14TQ011） 李菊花 图书馆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82 新媒体环境下河北省数字影院发展研究（HB14TQ009） 张涛 图书馆 论文 / 0.2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83 京津冀高校机构库区域联盟构建研究（HB14TQ010） 张丽娟 图书馆 论文 / 0.20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84 新媒介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策略研究（HB14TQ001） 姚秀敏 图书馆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85 基于数据挖掘的高校读者信息觅食行为与图书馆服务拓展(HB14TQ002） 刘绍荣 图书馆 论文 / / 2015年6月 年度项目

186 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对策研究 （HB13SH020） 郑松涛 图书馆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87 党在晋察冀边区的科技人才管理研究 （HB13DD010） 邢志强 图书馆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88 河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HB12TQ013） 赵雪云 图书馆 论文 / / 2013年12月 年度项目

189 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外来人口问题研究（HB11SH024） 梁秋生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2年6月 年度项目

190
师范院校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就业市场需求的研究与探索

（HB12JY036）
周红霞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论文 / / 2013年6月 年度项目

191 国际科学课程测评的核心素养研究（HB15JY037） 马艳华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论文 / 0.20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92 新型城镇化视野下京津冀大众体育研究（HB15TY016） 白素萍 附属民族学院 专著 / / 2018年6月 一般项目

193 教育场域中的权力机制研究 （HB13JY028） 徐巍 附属民族学院 论文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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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言语交际中回声话语的研究（HB12WY009） 田娅丽 附属民族学院 论文 / / 2013年7月 年度项目

195 《中学体育教学技能与训练》课程设计与实施研究 （HB13TY012） 田菁 教师教育中心 研究报告 / / 2014年6月 年度项目

196
城乡教师均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国培“影子教师”培训为平

台（HB12JY077）
刘毅玮 教师教育中心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3年2月 年度项目

197
PDS模式影响下高师院校、城市中学和乡村中学协同培养卓越教师的研

究（HB15JY048）
赵夫辰 顶岗支教指导中心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98 大学生道德内化缺失及对策研究（HB15MK021） 刘志新 高师培训中心 论文 / /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199
打造北纬39°现代农业产业带 助力我省农业绿色崛起的对策建议

(HB2015WT015)
鲁占晔 校产办 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委托项目

200 西调秧歌的传承、发展与创新价值研究（HB15YS043） 张红娟 汇华学院 论文 / 0.40 2016年6月 一般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儒家传统道德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13456137） 张伟 法政学院 论文 / / 2014年12月 自筹经费

2 软实力视域下河北科普文化产业创新模式研究（144576131D） 李翠亭 外国语学院 论文 3.00 / 2016年6月

3 涉外经济中专业翻译的作用（13456261） 李慧芳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5年5月 自筹经费

4 高校法律翻译培养机制可行性研究（134576302） 马志民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4年12月 自筹经费

5 河北省师范院校英语专业人才就业现状与课程改革研究（134576243） 魏慧哲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5年6月 自筹经费

6 技术授权推进技术资本化和产业化研究（15457650D） 翟伟峰 商学院 论文 3.00 / 2016年12月

7 河北企业网络营销渠道选择的实证研究（13456256） 宗荣俊 商学院 论文 / / 2015年12月 自筹经费

8 河北省民生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研究（14456234D） 耿永志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5.00 / 2016年12月

9 河北省文化产业市场体系建设路径研究（15457653D） 张巨才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 2.00 / 2017年1月

10 富岗模式对河北山区农林企业产业化运营的启示（13457534） 王建文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 / / 2014年10月 自筹经费

11 申奥背景下河北省滑雪旅游聚集区发展战略研究（144576145D） 谭玉霞 体育学院 论文 2.00 / 2016年12月

河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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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常态下河北省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研究（154576291） 马冀飞 体育学院 论文 / / 2016年12月 自筹经费

13 河北动漫衍生品开发创新模式研究（134576314） 程元刚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4年10月 自筹经费

14
基于Lynch方法的多层次石家庄城市意象空间结构与建设研究

（134576261）
王杨 旅游学院 论文 / / 2015年11月 自筹经费

15 京津冀多层级中心-外围城市空间影响范围研究（15457630D） 冯忠江 资环与环境科学学院 论文 2.00 / 2016年12月

16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对策研究（154576258） 周恩辉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论文 / / 2017年12月 自筹经费

17 京津冀高校机构库区域联盟构建研究（14450904D） 张丽娟 图书馆 论文 3.00 / 2016年12月

18
创新战略视角下的河北省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融资支持体系构建研究

（15457641D）
李根旺 财务处 论文 2.00 / 2015年12月

19 科技计划执行过程的诚信监管问题研究（15456233D） 韩来平 社会科学处 论文 5.00 / 2016年12月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美学/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研究与当代文化艺术批评(LJRC030) 邢建昌 研究生院 专著、论文 20.00 / 2016年12月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教育厅百名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Ⅱ）(BR2-249) 胡景敏 文学院 专著 10.00 / 2015年12月

2 教育厅百名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Ⅱ）(BR2-250) 王立新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10.00 / 2015年12月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畿辅学研究中心 王长华 文学院 / 35.00

2 河北师范大学县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戴建兵 历史文化学院 / 35.00

3 河北师范大学基层治理研究中心 张继良 马克思主义学院 / 30.00

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河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领军人才培育计划

河北省教育厅百名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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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河北师范大学公共政策评估中心 陈晓玉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 30.00

5 河北师范大学全人教育研究中心 薛艳华 教育学院 / 30.00

6 河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刁哲军 职业技术学院 / 30.00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元曲词汇研究集成（ZD201525） 郑振峰 文学院 工具书 12.00 / 2018年6月 重大攻关

2 河北现当代小说史论（ZD201527） 郭宝亮 文学院 专著、资料汇编 12.00 / 2018年6月 重大攻关

3
汉语北方方言表“……的时候”时点标记的共时与历时研究

（SD151104）
李小平 文学院 论文 1.00 / 2017年6月 重点项目

4 民国小品文中的佛学思想与中国文学现代性（SD151110） 牛军 文学院 论文 1.00 / 2017年6月 重点项目

5 清代小说中的边患书写研究（SD151111） 霍现俊 文学院 论文 1.00 / 2017年6月 重点项目

6 清末民国汉字简化研究信息库建设（SQ151194） 袁世旭 文学院 论文 0.7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7 接受美学视域中的舒斯特曼美学及其问题研究（SQ151177） 王亚芹 文学院 论文 0.7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8 晚清民国时期报人小说与报刊新闻的互文性研究（SQ151208） 康鑫 文学院 论文 0.7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9 河北石家庄里城道方言语音研究（YWZX201511） 尹凯 文学院 论文 0.80 / 2016年6月 语言文字专项

10 从关联理论视角看汉语同义词释义问题（BJ2014085） 于峻嵘 文学院 论文 4.00 / 2017年12月 青年拔尖人才

11 张燮《汉魏七十二家集题辞》（BJ2014089） 王京州 文学院 专著 4.00 / 2017年12月 青年拔尖人才

12 市场经济以来电影中传统伦理的变革（SY14116） 孟庆雷 文学院 论文 1.50 / 2015年12月 优秀青年基金

19 晚清三大地方军政集团关系及其走势研究（ZD201519） 董丛林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12.00 / 2018年6月 重大攻关

20
河北省农村信教家庭对大学生子女思想影响调查及对策研究

（SZ151191）
谭东梅 历史文化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自筹经费

21
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北京大学法科的早期发展（1902-1937）

（BJ2014087）
杨瑞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4.00 / 2017年12月 青年拔尖人才

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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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黑水城文献中宋新译经的整理研究（GCC2014051） 崔红芬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研究报告 8.00 / 2016年12月 高层次人才

23
清代内洋与外洋的划分及其管辖权研究——兼与西方国家领海观念比较

（ZD201422）
王宏斌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15.00 / 2017年10月 重大攻关

24 太行山东麓的古村落及其历史文化研究(ZD201423) 谷更有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15.00 / 2017年10月 重大攻关

29 河北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评估方案研究（ZD201504） 李榕 法政学院 研究报告、论文集 12.00 / 2018年6月 重大攻关

30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SQ151203） 王颖 法政学院 论文 0.7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31 实践思维方式视域中习近平总书记改革方法论研究（SQ151132） 路晓锋 法政学院 论文 0.7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32 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竞争优势的政策创新研究（BJ2014086） 赵学琳 法政学院 研究报告、论文 4.00 / 2017年12月 青年拔尖人才

33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实现中国梦研究(ZD201424) 李素霞 法政学院 专著 13.00 / 2017年10月 重大攻关

34 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权益保障研究(ZD201456) 李海新 法政学院 专著、研究报告 15.00 / 2017年10月 重大攻关

37 初中物理思维导图教学模式的实证研究（GH151050） 董博清 教育学院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教育规划

38 河北省免费师范生报考动机的调查与对策研究（GH151052） 王志梅 教育学院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教育规划

39 心理弹性视角下大学生人际问题的干预策略研究（GH151095） 夏宇欣 教育学院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教育规划

40 河北农村民办学校国家观念教育研究（SZ151062） 王荣珍 教育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自筹经费

41 河北省义务教育发展评价与监控研究（ZD201454） 索桂芳 教育学院 研究报告 13.00 / 2017年10月 重大攻关

42 改革开放30年河北省高等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研究（SD141031） 白玫 教育学院 论文 1.00 / 2015年12月 重点项目

43 改革开放30年河北省高等教育特色发展研究（SD141032） 王永利 教育学院 论文 1.00 / 2015年12月 重点项目

44 中美初中地理课程标准比较研究（SD141030） 周保利 教育学院 论文 1.00 / 2015年12月 重点项目

49
基于历时语料库的美国大报关于中国形象报道的互文性评析

（ZD201526）
唐丽萍 外国语学院 专著 12.00 / 2018年6月 重大攻关

50 纳博科夫哲学思想的语言纬度研究（SD151090） 程红 外国语学院 论文 1.00 / 2017年6月 重点项目

51 从副文本解读圣经抒情诗重译的文学动因（SD151105） 马月兰 外国语学院 论文 1.00 / 2017年6月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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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专门用途英语学派体裁理论下的学术英语写作教学研究（GH151106） 赵静 外国语学院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教育规划

53 基于翻译技术的翻译质量评估研究（SQ151195） 刘晓华 外国语学院 论文 0.7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54 建国前女性翻译家研究（SQ151124） 刘华丽 外国语学院 论文 0.7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55 中俄认同的身份建构差异及其相互形象（GCC2014060） 郭小丽 外国语学院 专著、论文 8.00 / 2016年12月 高层次人才

56 日语能力评价标准研究（GH141118） 杨月枝 外国语学院 论文 0.60 / 2015年12月 教育规划

57 软实力视域下的美国政治文化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SD141078） 李翠亭 外国语学院 论文 1.00 / 2015年12月 重点项目

64 新常态下我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创新研究（ZD201513） 张广兴 商学院 专著 12.00 / 2018年6月 重大攻关

65
构建我国基于时间银行的普惠式基本养老服务福利保障制度研究

（SD151021）
刘素华 商学院 咨询报告 1.00 / 2017年6月 重点项目

66
基于一阶线性微分模型的中国外汇储备与GDP之比动态增长路径研究

（SD151069）
赵国华 商学院 论文 1.00 / 2017年6月 重点项目

67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视角

（SD151070）
刘刚 商学院 论文 1.00 / 2017年6月 重点项目

68 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下河北承接产业转移的策略选择（SQ151111） 张晗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0.7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69 人力资本、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河北省的研究（SZ151056） 王艳芳 商学院 论文 / / 2016年6月 自筹经费

70 大学生职业技能对就业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SZ151061） 张志强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自筹经费

71
河北省技术能源创新对节能减排的影响与政策研究——以能源行业为例

（BJ2014088）
杨忠敏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4.00 / 2017年12月 青年拔尖人才

72 京津冀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SY14113） 杨红彦 商学院 论文 1.50 / 2015年12月 优秀青年基金

73 河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系统性融资支持研究（SD141043） 许东海 商学院 论文 1.00 / 2015年12月 重点项目

74 面向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期的科技创新驱动政策重构研究（SD141001） 雍兰利 商学院 论文 1.00 / 2015年12月 重点项目

75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SD141044） 张呈琮 商学院 论文 1.00 / 2015年12月 重点项目

76 先秦儒道人生态度的当代价值研究（SZ141309） 苏俊霞 商学院 论文 / / 2015年12月 自筹经费

77 高等教育人才引进成本问题研究——基于成本核算视角（GH121009） 曲京山 商学院 论文 0.60 / 2013年12月 教育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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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城镇化问题研究(ZD201455) 张呈琮 商学院 专著、研究报告 15.00 / 2017年10月 重大攻关

79 市场经济完善过程中政府经济职能研究(20130204) 王俊发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0.80 / 2015年12月 第二批

80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政策建议(SQ131027) 刘晓静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0.80 / 2014年12月 青年项目

8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要构建的五大和谐关系研究(SD134001) 高志敏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 1.00 / 2014年12月 重点项目

86 历史民族音乐学视域下的丰宁满族“吵子会”研究（SD151100） 赵书峰 音乐学院 专著 1.00 / 2017年6月 重点项目

87 音乐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GH141071） 单建鑫 音乐学院 论文 0.60 / 2015年12月 教育规划

88
"国培计划"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置换脱产研修项目培训体系构建

（SQ141081）
耿飞 音乐学院 论文 0.70 / 2015年12月 青年项目

93
河北省服装专业教育与区域性服装产业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

（GH151101）
王同力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教育规划

94 以信息技术推动大数据时代艺术设计人才的素质培养（SQ151176） 徐鸿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95 河北民间美术在高校艺术教育中的实践应用研究（SQ141080） 魏姝俊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0.70 / 2015年12月 青年项目

98 汉字形体规范原理及评价体系研究（YWZX201231） 寇学臣 美术与设计学院 专著 0.40 / 2013年6月 语言文字专项

99 中职本科一贯制培养下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研究（SQ151085） 施刚钢 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100 二战后英美中学职业指导研究（SQ151084） 柳靖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 论文 0.7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101 英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GH141074） 刘冬 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0.60 / 2015年12月 教育规划

104 文化遗产型乡村社区的旅游影响与文化变迁研究（SD141045） 张晓燕 旅游学院 论文 1.00 / 2015年12月 重点项目

105 河北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SD131007) 高艳红 旅游学院 论文 1.00 / 2014年12月 重点项目

106
石家庄市区初中体育中考项目练习和测试中运动损伤的调查研究

（GH151053）
田惠林 体育学院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教育规划

107 河北省大学生运动会举办模式战略转型研究（GH151010） 靳云 体育学院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教育规划

108 阳光体育中蕴含的道德教育（SQ151083） 马冀飞 体育学院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109 河北省区域性义务教育体育师资均衡配置的研究（SQ141079） 郭强 体育学院 论文 0.70 / 2015年12月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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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中国、日本、韩国体育课程改革的比较研究（SZ141121） 林彦 体育学院 论文 / / 2015年12月 自筹经费

111 顶岗实习中促进普通话推广的教学策略研究(YWZX201326) 刘森 体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0.40 / 2014年12月 语言文字专项

112 基于数据挖掘的考试信息分析系统的研究与实现（KSZX201433） 王静红 信息技术学院 论文 2.00 / 2015年12月 招生考试专项

113
基于内容的多媒体检索技术在米芾书法光盘中的应用研究

（（GH141069）
张攀峰 信息技术学院 论文 0.60 / 2015年12月 教育规划

116 全球化背景下的河北省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GH151048） 王俊杰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教育规划

117 《韩昌黎集》动词系统研究(SQ136006) 胡宪丽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论文 0.80 / 2014年12月 青年项目

118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推广与对外汉语教学（SD122003） 刘玉颖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论文 1.00 / 2013年12月 重点项目

120 河北省社区文化软实力构建研究（GH151051） 靳蓬
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

学院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教育规划

122 全民阅读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常态化建设研究（GH151092） 张彦洁 图书馆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教育规划

123 高校图书馆微服务模式构建与保障研究（SZ151208） 张开凤 图书馆 论文 / / 2016年6月 自筹经费

124
基于数据挖掘的高校读者信息觅食行为与图书馆服务拓展研究

（GH141114）
刘绍荣 图书馆 论文 0.60 / 2015年12月 教育规划

127 河北省高校学术期刊百年志（1905-2013）研究（SD141072） 赵志伟 学报编辑部 论文 1.00 / 2015年12月 重点项目

128 初中生无理数学习情况的调查与研究（GH151049） 张硕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教育规划

130 顶岗实习支教学生班级管理能力的构建与培养（SD151042） 张丽萍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论文 1.00 / 2017年6月 重点项目

131 基于榜样示范作用的大学生涯发展教育本土化探究（SQ151133） 边宇璇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

学院
论文 0.7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132 顶岗实习视域下师范生实践性知识生成研究（SQ151080） 李艳灵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133 高师院校师范生职前培养途径探索：课例研修（GH141070） 汪翠琴 生命科学学院 论文 0.60 / 2015年12月 教育规划

135 新课程背景下高效课堂教学行为的发生条件和演化机制(GH132059) 盖立春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论文 0.60 / 2014年12月 教育规划

136 《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不可靠叙述研究（SQ151160） 郭亚培 附属民族学院 论文 0.6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137 语言迁移对内地藏族英语专业学生语法学习的影响研究（SQ151196） 胡彦彦 附属民族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0.7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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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体育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研究（SZ141122） 白素萍 附属民族学院 论文 / / 2015年12月 自筹经费

139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积极品质与钢琴学习关系探微（SZ141123） 王卓 附属民族学院 论文 / / 2015年12月 自筹经费

140 元代河北境内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研究（SZ141257） 吴玉梅 附属民族学院 论文 / / 2015年12月 自筹经费

141 河北学术史与学人研究(201425) 阎福玲 教务处 论文、专著 15.00 / 2017年10月 重大攻关

142 河北高校岗位绩效工资实施效果实证研究（SQ141013） 曹志文 财务处 论文 0.70 / 2015年12月 青年项目

143 构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体系的做法与思考（SZ141245） 杜惠强 组织部 论文 / / 2015年12月 自筹经费

144 高校引导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的长效机制研究(JYZX201307) 高清波 招生就业处 论文 0.50 / 2014年12月 就业指导专项

145 河北省属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调查及发展对策研究（SQ151079） 董宗旺 研究生学院 论文 0.70 / 2016年6月 青年项目

146 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变革研究（GH141073） 薛文飞 研究生院 论文 0.60 / 2015年12月 教育规划

147 《人天宝鉴》研究（SQ141173） 李娜 研究生院 论文 0.70 / 2015年12月 青年项目

148 高等院校人文环境建设与对策研究(20130203) 刘护国 学校办公室 论文 0.80 / 2015年12月 第二批

149 学校形象识别设计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SD124004） 宋书通 宣传部 研究报告 1.00 / 2013年10月 重点项目

150 成人高等教育招生院校管理系统研究与实现（KSZX201436） 王长春
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

学院
论文 0.50 / 2015年12月 招生考试专项

151 奥斯特罗果尔斯基政党思想研究（SQ141169） 赵涛 社会科学处 论文 0.70 / 2015年12月 青年项目

156 内涵式发展背景下高校绩效评价创新机制研究（SD151022） 李根旺 财务处 论文 1.00 / 2017年6月 重点项目

158 省会石家庄软件测试业发展现状分析与应对策略（SQ141115） 魏娜娣 汇华学院 论文 0.70 / 2015年12月 青年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基于数据挖掘的考试信息分析系统的研究与实现（KSZX201433） 王静红 信息技术学院 论文、应用软件 2.00 1.40 2015年12月

2 成人高等教育招生院校管理系统研究与实现（KSZX201436） 王长春
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

学院
应用软件 0.50 / 2015年12月

河北省教育厅招生考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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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北昆演艺史 时俊静 文学院 论文 5.00 5.00 2019年12月

2 抗战时期中华农学会与农业战时保障机制研究（1937-1945） 杨瑞 历史文化学院 研究报告 5.00 5.00 2017年9月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金融资产质量评估标准与方法（201514） 吴永立 法政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0.10 / 2016年3月 重点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基层就业服务平台在促进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分析（JRS-2015-1037） 李艳 法政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11月 社会保障课题

2 社会网络与提升大学生就业质量关系研究（JRSHZ-2015-01013） 李艳 法政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11月 科研合作课题

3
基于顶岗实习人才培养的高等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学生就业竞争力提升战

略研究（JRS-2015-1034）
杨帅 外国语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11月 社会保障课题

4 省市县三级行政权力界定及其标准化问题研究（JRS-2015-0013） 田鹏慧 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0.50 / 2016年11月 社会保障课题

5
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河北省的研究（JRS-2015-

2017）
王艳芳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11月 社会保障课题

6 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问题研究（JRS-2015-5005） 吴永立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11月 社会保障课题

7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人才培养、引进与留用机制研究（JRSHZ-

2015-03011）
郑永武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11月 科研合作课题

8
基于心理资本开发的我省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创新研究

（JRSHZ-2015-03012）
毛晓光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11月 科研合作课题

9
河北省大学生职业技能培训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及政策响应研究（JRSHZ-

2015-01015）
张志强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11月 科研合作课题

10 河北省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再就业安置问题研究（JRSHZ-2015-01106） 苏志霞 商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2.00 1.00 2016年11月 科研合作课题

河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项目

河北省审计厅项目

河北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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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河北省高职院校毕业生择业心理的调查研究（JRSHZ-2015-01014） 李萌 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11月 科研合作课题

12 基于生命历程视角的职业发展研究（JRS-2015-1035） 李楠方 旅游系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6年11月 社会保障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河北新文学大系 王长华 文学院 专著 5.00 / 2014年12月

2 清代价值尺度：银钱比价研究 王宏斌 历史文化学院 专著 2.00 / 2014年12月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文化产业政策评价与优化研究（HBWY2015-Y-F010） 赵学琳 法政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6年12月

2 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对接研究（HBWY2015-Y-I016) 王春城 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3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纳入高校教育体系研究——以河北平山传统音乐

文化为例（HBWY2015-Y-G001）
王晶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7年12月

4 平山尤家庄小唱艺术研究（HBWY2015-Y-G004） 张红娟 汇华学院 论文 / / 2016年9月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河北省农村宗教信仰情况及其对青少年影响研究（2015030327） 谭东梅 历史文化学院 论文 / / 2016年11月 一般项目

2 传统文化体系视野下的中学文言文解析(2014031710) 武建宇 文学院 专著 / / 2015年5月 一般项目

3 区域文化产业开发视野下的宋明灵寿世家研究(201302015) 王雪枝 文学院 论文 / / 2014年5月 重点项目

4 唐代中书舍人与文学关系研究(201303235) 刘万川 文学院 论文 / / 2014年5月 一般项目

5 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内在转化(201304095) 朱维 文学院 论文 / / 2014年5月 青年项目

6
传承中国道德传统的青年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研究

（2015030437）
王德强 教育学院 论文 / / 2016年11月 一般项目

河北省社科联著作出版基金

河北省文化厅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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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河北省免费师范生报考动机、职业理想的调查与对策研究(201301115) 王志梅 教育学院 论文 / / 2013年10月 民生调研专项

8 河北省商务英语人才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201501438） 刘晓华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0.10 2016年11月 民生一般

9
基于批判性思维的大学生显隐性知识转化探究—以大学英语教学为例

（2015030511）
李迎新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6年11月 重点项目

10 基于提升母语文化传播能力的外语专业教学研究（2015030508） 杨蕴文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6年11月 一般项目

11 燕赵文化对外网络传播现状及翻译策略(2014031012) 孙燕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5年5月 一般项目

12
河北省高校英语专业学生自主创业心理素质培养与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

(2014020307)
任宇红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5年5月 重点项目

13 河北省少儿英语教育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201401850) 刘华丽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0.10 2015年5月 民生调研专项

14 燕赵文化对外网络传播现状及翻译策略（2014031012） 孙燕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5年5月 一般项目

15 锡德尼《为诗辩护》的主题研究(2014041007) 权莉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0.06 2015年5月 青年项目

16
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文化认同——全球化语境下英语教育的新使命

(2014031904)
马月秋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5年5月 一般项目

17 基于文化共性的河北省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的研究(201303244) 田会敏 外国语学院 研究报告 / 0.06 2014年5月 一般项目

18 《孔雀东南飞》英译比较研究(201303238) 贾晓英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0.15 2014年5月 一般项目

19 翻译功能目的视域下的应用翻译实践研究(201304096) 李丽辉 外国语学院 论文 / / 2014年5月 青年项目

20 我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调研(201302016) 高志敏 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4年5月 重点项目

21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研究--基于对河北农村的调研

(201301112)
赵建辉 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报告 / 0.40 2013年10月 民生调研专项

22 河北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调研(201301108) 耿永志 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3年10月 民生调研专项

23 经济全球化下国家职能研究（2015030247） 孙韶云 商学院 论文 / / 2016年11月 重点项目

24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推进我省钢铁企业“联合走出去”研究

（201501302）
赵国华 商学院 论文 / 0.15 2016年11月 民生重点

25
劳动力转移、农村空心化与产业集聚——基于河北省的研究

（201501118）
王艳芳 商学院 论文 / / 2016年11月 民生一般

26 “顶层设计”背景下省域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对接路径(2014020401) 苏志霞 商学院 论文 / 0.06 2015年5月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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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产权制度改革视角下河北农地生态保护对策研究(201401402) 刘刚 商学院 论文 / / 2015年5月 民生调研专项

28 国有企业品牌构建困境研究（2015030520） 张凤辉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 / 0.06 2016年11月 一般项目

29 初唐女诗人诗歌创作及格律诗定型之贡献(201303237) 王明好 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 / / 2014年5月 一般项目

30 现代艺术设计中传统视觉文化元素的创新应用(2014031321) 杜宏志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5年5月 一般项目

31 河北动漫衍生品开发转型思路研究(201401934) 程元刚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5年5月 民生调研专项

32 河北动漫衍生品地域性特色研究(201401935) 曹舒秀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5年5月 民生调研专项

33 城市站台广告的公益文化传播研究(201401916) 王建辉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5年5月 民生调研专项

34 河北创意产业背景下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研究(201401825) 赵红瑶 美术与设计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5年5月 民生调研专项

35 河北动漫衍生品地域性特色研究(201401935) 曹舒秀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 / 2015年5月 民生调研专项

36 动画产业化背景下的角色塑造研究(201303245) 张艳梅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4年5月 一般项目

37 河北高校动画设计专业毕业生就业渠道研究(201303240) 王磊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4年5月 一般项目

38
美术鉴赏教学在河北省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创新作用研究

(201303239)
孟庆军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4年5月 一般项目

39 标志性文化设施在城市景观中的规划设计研究(201301111) 王玲玲 美术与设计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3年10月 民生调研专项

40 河北省中国画艺术文化导向及发展对策研究(201301113) 倪春林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论文 / / 2013年10月 民生调研专项

41 申冬奥背景下河北休闲体育产业发展战略研究（2015030478） 马国强 体育学院 论文 / 0.06 2016年11月 一般项目

42
近五年河北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就业趋势及行业结构的分析研究

（201501440）
孙绍生 体育学院 论文 / / 2016年11月 民生一般

43 新媒体时代如何发挥体育舆论的社会责任（201501723） 谷延辉 体育学院 论文 / / 2016年11月 民生一般

44 知识群体常见职业病防治的实证研究（201501822） 田惠林 体育学院 论文 / / 2016年11月 民生一般

45 体育工程的发展现状与策略研究(2014040803) 赵毅博 体育学院 论文 / 0.06 2015年5月 一般项目

46 我国体育健身服务业服务质量提升对策的研究(201303415) 杨银田 体育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4年5月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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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河北省贫困农村小学生微量元素营养状况及体质的调查(201301114) 王海涛 体育学院 论文 / / 2013年10月 民生调研专项

48 平山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15031309） 王晶 音乐学院 论文 / / 2016年11月 一般项目

49 限购政策下中国汽车营销模式发展趋势研究（2015031201） 刘伟哲 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 / / 2016年11月 一般项目

50 关于河北省县、乡、村行政区划优化之研究(201304136) 马万里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论文 / / 2014年5月 青年项目

51 硕士研究生就业问题研究（2015030465） 任国荣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论文 / / 2016年11月 重点项目

52 京津冀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评价（2015041316） 王文刚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论文 / 0.15 2016年11月 青年项目

53 顶岗实习教师职业道德教育方略（201501441） 王勇鑫 顶岗支教指导中心 论文 / 0.40 2016年11月 民生一般

54 基于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大学（U）—区域（D）（201501439） 邱爱辉 统战部 论文 / / 2016年11月 民生一般

55 面向公众的社会科学知识普及要义及实现路径（201501918） 黄金辉 社会科学处 论文 / / 2016年11月 民生一般

56 京津冀协同发展机构设置问题的研究建议(201401209) 徐莉
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

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5年5月 民生调研专项

57 《水浒传》中的宗教社会研究(2014041703) 李娜 研究生院 论文 / 0.25 2015年5月 青年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最终成果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河北省皮划艇运动员专项体能训练方案研究（20151005） 霍洪峰 体育学院 论文 0.70 / 2016年6月

2 赛艇运动员功能性动作筛查与干预训练（20151006） 马冀飞 体育学院 论文、研究报告 0.60 / 2016年6月

3 基于Android平台飞碟射击成绩管理分析系统的研发（20151017） 王海涛 体育学院 研究报告 0.50 / 2016年6月

4 游泳跳台出发起跳技术理论与实践研究（20151021） 徐华 体育学院 论文 0.80 / 2016年6月

5 自由基阈作为超负荷训练监控指标的应用研究（20151027） 王凤阳 体育学院 论文 0.70 / 2017年6月

6 对河北省男子排球队运动员核心力量训练方法的研究（20151009） 李静 体育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7 2022年冬奥会对促进张家口体育旅游的影响及对策（20153008） 王雁红 体育学院 研究报告 / / 2016年6月

河北省体育局课题

第45页--总47页



序号 课题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委托单位
总经费

(万元)

16拨款

（万元）
结项日期 备注

1 三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SKH1511） 张向军 法政学院 三河市发展改革局 75.00 37.50 2015年5月

2 遵化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SKH1525） 张向军 法政学院 遵化市发展改革局 75.00 15.00 2016年2月

3
唐山清东陵保护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SKH1531）
张向军 法政学院

唐山清东陵保护区管

委会
25.00 / 2016年2月

4 广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纲要编制（SKH1532） 张向军 法政学院 广宗县发展改革局 20.00 20.00 2015年12月

5
合作编制《<正定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

况中期评估报告》（SKH14034）
张向军 法政学院 正定县发展改革局 15.00 / 2014年12月

6 生涯规划在家庭教育中的应用（SKH1512） 左海云 教育学院
河北睿恩生涯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2.00 / 2016年4月

7 战时群众心理防护研究（SKH1543） 张志杰 教育学院
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

室
30.00 18.00 2015年11月

8 仙凤园农家乐市场推广实践项目（SKH1523） 王明吉 商学院
河北凤凰山薯业开发

有限公司
3.00 / 2015年5月

9 裕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SKH1528） 林广瑞 商学院 裕华区人民政府 30.00 / 2016年1月

10 裕华区经济发展规划（SKH1529） 林广瑞 商学院 裕华区人民政府 30.00 / 2016年1月

11 河北移动2014年课程体系及重点岗位培训（SKH14039） 苏志霞 商学院
北京麦格赛斯国际企

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20.00 / 2014年12月

12 博笃文化VI项目技术咨询服务（SKH1506） 尹月玲 美术与设计学院
石家庄博笃文化艺术

交流策划有限公司
20.00 / 2016年12月

13 色彩在建筑中的作用研究（SKH14061） 曹玉玺 美术与设计学院
河北建投福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1.00 / 2015年12月

14 绘画与建筑的关系研究（SKH14062） 曹玉玺 美术与设计学院
河北建投福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50 / 2015年12月

15 “青绿山水”教学方法创作研究（SKH14060） 倪春林 美术与设计学院
龙韵传承（北京）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21.00 / 2015年12月

16 生宣重彩原创设计研究（SKH14059） 倪春林 美术与设计学院
淮坊市铭昶书画意识

公司
21.00 10.50 2015年4月

横向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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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包头稀土高新区旅游业第十三个五年规划（SKH1536） 李志勇 旅游系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委会
10.00 4.00 2015年8月

18 河北省英烈纪念园（4A景区）标示标牌设计（SKH1537） 李志勇 旅游系 河北省英烈纪念园 29.97 13.49 2016年4月

19 开发双向飞碟射击成绩分析系统软件（SKH1507） 王海涛 体育学院
传博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
2.00 / 2015年12月

20 奎山冀东水泥有限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策划项目(SKH13039) 李振国 新闻传播学院
奎山冀东水泥有限公

司
50.00 / 2014年12月

21 本土企业营销创新研究（SKH1546） 张学军 新闻与传播学院
智达天下（北京）营

销顾问有限公司
5.00 5.00 2016年12月

22 教育部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项目子课题（SKH1503） 张霞 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2.00 1.00 2015年5月

23 河北省流动人口数据分析报告（2015）（SKH1533） 孙桂平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
12.80 6.40 2015年11月

24 石家庄市域传统村落调查与保护研究（SKH14012） 刘秉良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 62.00 / 2014年12月

25 河北省志·陶瓷志 戴建兵 学校办公室 河北省地方志 16.00 / 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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